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2 No.2 2014

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背景

下出现的弱势儿童群体之一。据全国妇联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已经超过

了6000万，约占全国儿童人数的1/5，而且这一规模

每年还在以一定的比例扩大[1]。这一日趋庞大的群

体数量持续引发了研究者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

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表明，由于不定期和父母分

离，留守儿童所处的家庭功能的变化会给他们带来

一些情绪困扰，尤以孤独感最为突出[2，3]。如何降低

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保障他们的健康发展成为研究

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当前，社会支持在降低留守儿

童孤独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已得到了一些研究证实
[3-5]。但是，已有研究对于留守儿童社会支持和孤独

感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父母支持、同学支持和教

师支持上，相对忽略了其他监护人社会支持的作用，

更没有深入区分不同养育者支持的作用。由于留守

儿童的特殊性，他们获得的养育者支持被分为两类：

外出打工的双亲或者单亲的支持、留守在家的照料

者支持。前者被称为流动养育者支持，后者被称为

留守养育者支持[6]。由于两类养育者支持在对儿童

教养上的分工和角色各不相同，他们在降低留守儿

童孤独感的保护作用上是否存在差异呢？这是本研

究探讨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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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留守/流动养育者支持在降低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中的保护作用，检验逆境信念在留守/流动养

育者支持与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社会支持量表、中国人逆境信念量表和孤独感量表对

204名4-8年级的农村留守儿童进行测查。结果：①留守/流动养育者支持均能负向预测单亲外出儿童的孤独感，流

动养育者支持负向预测双亲外出儿童的孤独感；②单亲外出儿童的逆境信念在留守养育者支持与孤独感之间起到

部分中介作用，在流动养育者支持与孤独感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双亲外出儿童的逆境信念在流动养育者支持与

孤独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结论：留守/流动养育者支持在降低儿童孤独感中的保护作用因留守类型差异而不

同，逆境信念在养育者支持与儿童孤独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因留守类型与养育者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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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giver’s support,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and loneliness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Methods: 204 left-behind children were tested with Social Network Scale, Chinese
Beliefs about AdversityScale and Children’s Loneliness Scale. Results: ①In“Father Left for Work(FLW)”group, both
left-behind caregiver’s and migrant caregiver’s support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loneliness. While in“Parents
Left for Work(PLW)”group，only migrant caregiver’s support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loneliness. ②In FLW
group,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had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ft-behind caregiver’s support
and children’s loneliness, and a ful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migrant caregiver’s support and children’s loneliness. While
in PLW group,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partiall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migrant caregiver’s support on rural left-behind chil⁃
dren’s loneliness. Conclusion: The predictive effects of support from left-behind caregiver and migrant caregiver on chil⁃
dren’s loneliness vary on different types of left-behi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between caregiver’
s support and children’s loneliness differ in the status of parent’s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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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逆境信念（beliefs about adversity）作为

重要的个体心理资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所谓逆境

信念是指个体对逆境本质的认识，包括逆境的起因、

结果和适当的应对行为等 [7-9]。个体持有的逆境信

念能够为不利处境的人认识自身经历、发展相应的

应对行为奠定基础，有助于逆境中个体的积极适

应。Shek研究发现，经济困难家庭中拥有积极逆境

信念的青少年会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 [8，9]。国内

研究也发现，积极的逆境信念能够显著降低农村留

守儿童的孤独感[10]。这表明，增强农村留守儿童的

积极逆境信念可能是帮助其在留守情境中达到积极

情绪适应的重要方式。

根据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生态模型[11]，农村留

守儿童与其周围的生态环境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动

态的系统。作为其中影响留守儿童发展的近环境保

护性因素，养育者支持不仅能够直接降低儿童的孤

独感，而且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特征来对儿童孤独感

产生间接作用。已有研究表明，父母在对孩子信念

系统塑造中扮演重要角色[12]；社会支持能够增强留

守儿童应对压力的心理资源，有助于留守儿童对自

我和周围环境的正确认识和积极评价，从而降低留

守儿童的孤独感 [5]。由此可以预期，养育者支持对

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影响可以通过提升其逆境信念这

一中介变量来实现。

1 方 法

1.1 被试

采用整班联系，自愿参加方式，选取河南省某乡

镇4-8年级的204名农村留守儿童为被试。被试年

龄在10-17岁之间，平均年龄13.80岁。其中单亲外

出留守儿童 129人（男生 82人，女生 47人），双亲外

出留守儿童 75人（男生 37人，女生 38人）。在单亲

外出儿童中，由于母亲外出的比例很低，因此本研究

样本中只包含父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

1.2 工具

1.2.1 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李文道、邹泓和赵霞编制

的社会支持量表[13]测量留守儿童知觉到的不同来源

的社会支持。量表共27个项目，从1“从不”到5“几

乎总是”5点计分，以量表总分作为儿童社会支持的

指标，得分越高，社会支持越高。测验时让被试在每

个项目上分别对来自父亲、母亲和其他监护人的社

会支持进行评定。对于单亲外出儿童，本研究将父

亲支持得分作为流动养育者支持得分，母亲支持得

分作为留守养育者支持得分。对于双亲外出儿童，

本研究将他们在父亲支持与母亲支持上得分的平均

分作为流动养育者支持得分（父亲支持与母亲支持

得分相关系数为 0.83，P<0.01），在其他监护人支持

上的得分作为留守养育者支持得分。本研究中该量

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4-0.80之间。

1.2.2 逆境信念量表 运用Shek编制的中国人逆境

信念（Chinese beliefs about adversity）问卷进行测量
[9]。该量表由 9个项目组成，采用从 1“非常不同意”

到6“非常同意”6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逆境信念越

积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为0.70。
1.2.3 孤独量表 采用Asher等人编制的孤独量表

测量留守儿童的孤独感[14]。该量表共24个项目，其

中 16个项目用于评定孤独感、社会适应与不适应

感、自己在同伴中的地位，8个项目作为补充条目，

询问业余爱好和活动爱好。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1
“一直如此”到5“绝非如此”，分数越高，表明儿童的

孤独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为0.80。
1.3 施测程序与数据分析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每班由两名经过

专业训练的心理学研究生作为主试，统一指导语，向

被试说明调查内容和注意事项，整个测验大约持续

半小时，测试结束后当场收回为问卷。采用

SPSS17.0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2 结 果

2.1 留守/流动养育者支持、逆境信念与农村留守

儿童孤独感之间的相关分析

单亲外出与双亲外出儿童在各变量上的平均数

与标准差见附表。分别对留守/流动养育者支持、逆

境信念、孤独感以及年龄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见附表），对于单亲外出儿童来说，留守和流动养育

者支持与逆境信念均呈显著正相关，与孤独感均呈

显著负相关。对于双亲外出儿童，流动养育者支持

与逆境信念呈显著正相关，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

而留守养育者支持与两者的相关均不显著。无论是

单亲外出儿童还是双亲外出儿童，其逆境信念与孤

独感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此外，在单亲外出儿童

中，年龄与孤独感存在显著相关，因此下面对单亲外

出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分析中将控制年龄效应。

2.2 留守/流动养育者支持对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

的预测作用

以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为结果变量，分别以留

守养育者支持、流动养育者支持为预测变量，对单亲

外出、双亲外出儿童群体分别进行分层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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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对于单亲外出儿童，在控制年龄效应后，

留守养育者和流动养育者支持均能显著负向预测其

孤独感（β=-0.26，P<0.01，R2=6%；β=-0.23，P<0.05，
R2=5%）。对于双亲外出儿童，流动养育者支持能够

显著负向预测其孤独感（β =- 0.35，P<0.01，R2=
11%），但是留守养育者支持对儿童孤独感的预测作

用不显著（β=-0.06，P>0.05）。这表明，不同留守类

型下，留守/流动养育者支持对儿童孤独感的预测作

用存在差异。

附表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n=204）

注：*P<0.05，**P<0.01，***P<0.001，下同。

留守支持 -0.26** 孤独感 流动支持 -0.23*(-0.35**) 孤独感

逆境信念 逆境信念

0.30*** -0.39*** 0.38***(0.29**) -0.40***(-0.43***)
留守支持 -0.17* 孤独感 流动支持 -0.10(-0.23*) 孤独感

附图 逆境信念在留守/流动养育者支持

与留守儿童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注：括号外为单亲外出儿童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双亲外出

儿童标准化回归系数。

2.3 逆境信念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15]，分

别在单亲外出与双亲外出儿童群体中检验了逆境信

念在留守/流动养育者支持与孤独感之间关系中的

中介作用。结果发现（见附图），对于单亲外出儿童，

控制逆境信念后，留守养育者支持对单亲外出儿童

孤独感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0.17，P<0.05），但

贡献率有所下降；而流动养育者支持对单亲外出儿

童的孤独感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β=-0.10，P>
0.05），两个回归模型对儿童孤独感变异的解释率分

别为 18%和 16%。这表明，逆境信念在留守养育者

支持与单亲外出儿童孤独感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部

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45%，而在

流动养育者支持与单亲外出儿童孤独感之间的关系

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

对于双亲外出儿童，在控制逆境信念后，流动养

育者支持对其孤独感的预测作用依然保持显著

（β=-0.23，P<0.05），但是贡献率却有所下降，该回归

模型对儿童孤独感分数变异的解释率为30%。这表

明，逆境信念在流动养育者支持与双亲外出儿童孤

独感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

占总效应的比值为35.63%。Sobel检验结果表明，所

有的中介效应都达到了显著水平（Ps<0.05）。
3 讨 论

基于对农村留守儿童养育者不同，本研究分别

探讨了流动养育者与留守养育者在降低儿童孤独感

中的保护作用。结果发现，对于单亲外出的留守儿

童，流动养育者（父亲）支持和留守养育者（母亲）支

持均能够降低其孤独感；对于双亲外出儿童，仅流动

养育者（打工父母）支持能够降低其孤独感。这不仅

支持了已有研究关于父亲或母亲支持和留守儿童孤

独感存在显著负相关的结论[3-5]，而且更为明确地表

明：无论父母是否在身边，父亲或母亲支持在留守儿

童的养育者支持网络中占据尤为重要的位置，能够

有效促进其情绪适应。对于双亲外出留守儿童，本

研究发现，留守养育者提供的支持并不能降低他们

的孤独感。这可能由于双亲外出儿童的养育者多为

老人，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较低，教育观念陈旧，教育

方法简单，对留守儿童的照顾更多局限在生活上，很

少关心他们的心理感受[16]，致使儿童难以体验到彼

此之间的亲密情感联结，不能有效降低其孤独感。

这进一步表明，无论父母是否在身边，他们的作用是

难以替代的。

本研究发现，对于双亲外出儿童，逆境信念在流

动养育者支持和孤独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对于

单亲外出儿童，逆境信念在留守养育者支持和孤独

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是在流动养育者支持和

孤独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表明，养育者支持

影响儿童孤独感的作用机制因留守类型和养育者不

同而不同。双亲外出留守儿童的父母虽然均不在身

边，但父母支持始终是他们社会网络中最为重要的

支持来源，这种支持不仅可以直接降低孤独感，还能

通过增加他们对逆境的积极信念来降低孤独感。对

于母亲在家，父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由于父母角色分

工不同，父亲支持和母亲支持在影响留守孤独感中

的作用机制发生了变化。他们与母亲朝夕相处，当

学习生活等方面遇到困难时，留守母亲既是留守儿

童及时而直接的情感支持来源，又是留守儿童的主

组别

单亲

外出

双亲

外出

变量

留守养育者支持

流动养育者支持

逆境信念

孤独感

年龄

留守养育者支持

流动养育者支持

逆境信念

孤独感

年龄

留守养育

者 支 持

-
0.64***
0.30***

-0.29**
0.26**

-
0.32**

-0.27
-0.06
-0.10

流动养育

者 支 持

-
0.38***

-0.26**
0.28**

-
0.29*

-0.35**
0.14

逆境信念

-
-0.44***
0.35***

-
-0.50***
0.21

孤独感

-
-0.17*

-
-0.13

χ±s
3.49±0.77
3.39±0.79
4.71±0.71
1.45±0.44

-
3.39±0.83
3.43±0.75
4.67±0.75
1.49±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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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育者。这使得留守母亲的支持既能直接降低留

守儿童的孤独感，又可以通过及时教育疏导，从认知

层面改善他们对困难挫折的认知，增强他们的逆境

信念，从而降低孤独感。作为流动养育者的父亲，他

们长期在外打工，也是家里的主要支柱。儿童对父

亲的长期思念和向往，使得父亲在打工期间给予儿

童的各种支持显得弥足珍贵，直接提升儿童对逆境

的积极认知，从而降低其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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